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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    

 

2019年  主题:  “义人必因信得生“ （ 加拉太书  第3章11节 ） 

 

 

亲爱的读者， 

 

教会常年圣经营（2019 年 六月十至十五日）的提问– 第十八部分 

 

提问：解离性身分疾患（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, 简称

DID）（一个人具有多种不同个性的医疗症状）的患者可以成为基督

徒吗？如果其中的一个人格相信而另一个不相信，会是怎样的情况？ 

 

答复 – “解离性身分疾患（DID），之前称为多重人格障碍

（Multiple Personality Disorder, 简称 MPD），是一种心理疾病，

患者至少有两个显著且相对持久的人格状态。伴随着的是记忆出现

缺口，这超出了普通健忘所能解释的范围。不同的人格在患者的行

为上、外表上轮流出现，而且变化无常。DID患者经常发生的其他问

题包括边缘性人格障碍（BPD），创伤后压力综合症（PTSD），抑郁，

物质使用疾患，自残或焦虑。 

“一些专业人士认为病症是童年期的创伤引起。大约 90%的案例存在

童年期遭受虐待的背景，其他则与童年期的战争或健康问题有关。 

遗传基因也是因素之一。另一种假设是：它是一些治疗师所采用的

技术的副产品，尤其是催眠术。如果滥用物品、癫痫症、儿童的想

象游戏、宗教习俗或其他的精神健康问题是病症更恰当的原因，那

么就不应做出这个诊断。 

 

“治疗通常涉及看护者的支持与辅导。在没有治疗的情况下，病情

通常会持续存在。据统计，它影响大约 1.5%的总人口（根据美国社

区的一小部分样本），以及 3%的欧洲与北美洲住院的精神病患者。

DID 女性患病率是男性的 6 倍。在 20 世纪后半期，案例数量大大增

加，而且患者声称的人格身分数目也有增加。 

 

“DID在精神病学与法律两个体系之间引起争议。在法院的案件中，

它已被用来作为精神错乱的辩护方式，但却难得成功。目前尚不清

楚该疾病病例的增加是由于人们对此病有更好的认识还是由于社会

文化因素比如媒体的报导。大部分的诊断与少数临床医生有关，这

与 DID 可能是治疗师诱发的假设相符。在世界不同地区，典型的症

状也可能有所差异，一切取决于媒体对该疾病的描绘。”摘录自 

[https://en.wikipedia. 

org/wiki/Dissociativeidentity_disorder]  

 

也许应该更贴切一点地提问是：解离性身分疾患（DID）的患者可以

被神拯救吗？救恩是属于神。祂可以拯救任何人。拯救的权柄属于

祂。当一个成人为他的罪忏悔并接受基督为他的救主时，圣经启示

耶稣基督将以圣灵为他施洗。他的众罪将被基督宝血洗净。与此同

时，律法的义也加给了他，使他成为神的孩子。 

就一个在问责年龄之前死亡的孩子的救恩来说，这个孩子不懂得忏

悔并承认基督为他的个人救主。孩子如何得救呢？我们从圣经知道

小孩可以蒙赎，因为大卫王说过他死后会“去找那个孩子”。我们

也知道大卫王肯定在基督里重生。撒母耳记下 12:19-23“大卫见臣

仆彼此低声说话，就知道孩子死了，问臣仆说：「孩子死了吗？」

他们说：「死了。」20 大卫就从地上起来，沐浴，抹膏，换了衣裳，

进耶和华的殿敬拜；然後回宫，吩咐人摆饭，他便吃了。21 臣仆问

他说：「你所行的是什么意思？孩子活着的时候，你禁食哭泣；孩

子死了，你倒起来吃饭。」22 大卫说：「孩子还活着，我禁食哭泣；

因为我想，或者耶和华怜恤我，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。23 孩子死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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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何必禁食，我岂能使他返回呢？我必往他那里去，他却不能回我

这里来。」” 

 

基督拯救儿童就像他拯救成人信徒一样。所有的婴孩天生都是有罪

的，即他们一出生就是罪人，是从第一个亚当继承而来的。罗马书

5:12“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；於是死就临

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”如果婴孩死亡，而在那一刻基督拯

救了他，基督将律法的义归给了孩子。就像成人信徒一样，他的众

罪将被基督的宝血洗净。婴孩也将被赋予圣灵住在他里面，使他体

验救恩的丰盛。当然，这个婴孩不会以婴孩的样子度过永恒 ，就像

一个百岁老人不会以百岁老人的样子度过永恒。婴孩与百岁老人的

灵是一样的。灵是没有年龄的。因此，当我们将婴孩在问责年龄之

前死亡的救恩应用在患有如 DID 等疾病的患者时，后者也将以同样

的方式得救。他们不必为他们的行为负责，就像达到问责年龄前的

孩子一样。 

提问：圣经提及 5 种冠冕。这些冠冕是指属灵的祝福还是身体上的

冠冕？ 

答复 – 帖撒罗尼迦前书 2:19“我们的盼望和喜乐，并所夸的冠冕

是什么呢？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、你们在祂面前站立得住

吗？”提摩太后书4:8“从此以後，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

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；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

祂显现的人。”雅各书 1:12“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

试验以後，必得生命的冠冕，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祂之人的。”彼

得前书 5:4“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，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

冕。”哥林多前书 9:24-25“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，但得奖赏的

只有一人？你们也当这样跑，好叫你们得着奖赏。25 凡较力争胜的，

诸事都有节制，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；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

的冠冕。”【强调附加】 

 

“冠冕”在以上所有 5 处经文的原文是“Stephen”。这是指在竞赛

结束是颁发的冠冕。这有异于皇族出生的王之王冠。以上经文中所

指的冠冕，是针对那些在基督里重生的信徒，当他们结束在地上的

服事的生命时，所要赐给他们的。以我之见，虽然这 5 个冠冕的含

义是喜乐、公义、生命、荣耀与不能坏，但这些并不是真正形容任

何有形的事物，这些冠冕不应照字面来理解，它们是一种比喻。这

些应许的冠冕表示凡获得它们的信徒都是属王族的，也就是彼得所

表明的，所有信徒当前就是这样。彼得前书 2:9“惟有你们是被拣选

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

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”【强调附加】藉着

主的恩典，这些冠冕，将会赐予那些在基督里真正重生的。 

 

 

- 待续 第 14页 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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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接续 27/10/2019 第 13页） 

提问：撒迦利亚书提及的四匹马代表什么？ 

答复 – 第八个异象描绘了 4个战车驾驭者，向四面八方前往地上

巡逻。两座“铜山”象征天上宝座。4匹马从它们之间出来：第一

匹 – 红马；第二匹 – 黑马；第三匹 – 白马；第四匹 – 有斑

点的壮马。这些马代表天的四风，“是从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的”

（参 6:5）。黑马与白马都前往神子民所在的北方去，即巴比伦。

有斑点的壮马往南方去。红马经介绍出场后没有再被提及。根据异

象的描绘，第一与第八异象似乎是两个书挡。两处都有马。第一与

第八异象的红马似乎有关联。在此处的其他三匹马所做的，与在

1:7-11中所做的似乎相同。它们的任务是鉴察并评估神的子民的属

灵光景。耶和华对祂所看到的感到欢喜，第八异象以美好的状况圆

满结束。撒迦利亚书 6:7-8“壮马出来，要在遍地走来走去。天使

说：「你们只管在遍地走来走去。」它们就照样行了。8 他又呼叫

我说：「看哪，往北方去的已在北方安慰我的心。」” 

提问：班丹的聚会太大了。您是否认为我们的教会应该设立分堂，

比方说在许多新婚夫妇居住的榜鹅区设立分堂？分散另外建立分堂

不就是笃信圣经长老会增长的途径吗？我们是否算是大型教会？ 

答复 – 班丹要成为大型教会，还差得远。按照今天的标准，大型

教会至少要数万人。班丹人数与此相差甚远。笃信圣经长老会的确

是通过建立分堂而增长。然而，教会不能为了分散而分散。试看看

当今笃信圣经长老会的状况。大多数相信圣经有错误。这些教会已

经像落在路旁的种子，在信仰与实践上追随新福音派。重要的是，

蒙召并经过神学培训的真正合适的人，在考虑采取这途径之前，是

要经过主装备的。要开始一个事工或创办一个教会并不难，但要使

它能维持多年就非常不容易了。在开始考虑采取如此途径之前，需

要殷勤祷告并寻求神的旨意。若这是神的旨意而且主未再来，那么 

，建立分堂是一个很好的圣经原则。 

提问：如果有人相信圣经逐字保守是在新约公认文本中，而不是特

别在斯克里夫纳的版本比如《Stephanus》希腊语新约版本中，他可

以在我们的教会中事奉吗？他可以教导圣经吗？ 

答复 - 《Stephanus》版本是《钦定本圣经》译者在研究所有可用

的希腊经文时使用的希腊手稿之一，这些经文为我们确定了希腊新

约里启示的字眼。也可以说是他们采用的主要文本。“罗伯特·艾

蒂安（ Robertus Estienne）也称为斯蒂芬努斯（ Stephanus）

（1503-1559），从 1546 年至 1551 年先后编辑并出版了 4 个版本。

他在 1550 年出版的第 3 版是参考了康普鲁顿合参本圣经及另 15 个

希腊手稿，首个拥有特别备注的版本。1551 年出版的第 4 版本与第

3 版本的希腊经文一样，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将新约的经文分章

分节，就是至今仍然采用的形式。从 1565 年至 1604 年，泰奥多

尔·贝扎（Theodore Beze）出版了 4个独立版本。他的经文实质上

是斯蒂芬努斯（1550 年）第 3 版本的再版，但有一些细微的更改。

斯蒂芬努斯（1550 年）的第 3 版本成为英国标准的希腊文新约，而

《Elzevirs？》 （1633年）则成为欧洲大陆的标准版本。贝扎1598

年版本中呈现的斯蒂芬努斯 1550年的经文是 1611年《钦定本圣经》

译者的主要来源。”摘录自[https://www.theopedia. com/textus-

receptus 

新约公认文本是指《钦定本圣经》所根据的整个希腊原文，而斯蒂

芬努斯版本只是多个希腊手稿之一，就是说，它们是有差异的。他

与公认文本是不一样的。 

因此，当一个拒绝新约公认文本，而相信斯蒂芬努斯版本乃是神启

示并保守的希腊原文的人教导神的话语时，基于这些差异，潜在的

问题很快就会出现。让这种潜在的不和出现在教会中是不明智的。

据我所知，目前没有根据斯蒂芬努斯版本翻译的英文圣经面世。 

 

 

 

主仆 

郭全佑牧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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属灵操练（十月份） 

上主日出席人数及奉献 

成人：165 位   儿童：18位   奉献：$7511.60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金句背诵 
（诗篇 32:5） 

我向祢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。 

我说：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 

祢就赦免我的罪恶。 

 

（弥迦书 6:8） 
世人哪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。 

祂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 

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 

与你的神同行。 
 
 

读经运动 
旧约圣经: 撒加利亚书 第 14章，诗篇 第 92，95，100篇 

 新约圣经: 罗马书 第 1章 

 

每日灵修《读、祷、长》 
新约圣经: 林前 第 10章 31节至 11章 3节 

        旧约圣经: 箴言第 29章 18节 
 

 
 
  

 



4  9 

为基督受苦 

 

为基督受苦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接续第 4 页） 
 
 

I. 从痛苦中解救出来 – 5:1-5 

 

我们往往不把救恩看作是从痛苦中的解脱。这是人类因罪恶

而遭受的痛苦。我们是在罪恶中孕育而生的。从问责年龄开

始，我们就放纵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与今生的骄傲。它

们控制了我们的心思欲念，也就控制了我们的生命。罪恶累

累以至于痛苦重重一直到死为止，痛苦才会结束，这是人之

常态。痛苦是出自这位被称为罪恶的“主人”。很多时候，罪

恶充满魅力，使人着迷，令人愉快。但它的结局是死亡。这

样的“痛苦”不须非得以死为终。 

 

首三福概述了我们从罪的痛苦中解脱出来，即我们在基督里

的救恩。这就是为什么第一福一开始就表明一个人的救恩始

于承认与接受自己灵命的贫乏。马太福音 5:3-5“虚心的人有

福了！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4 哀恸的人有福了！因为他们必

得安慰。5 温柔的人有福了！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”“虚”这

个字眼是指乞丐的穷困贫乏，他没有钱，只能靠乞讨度日。

他一个人坐在角落里，伸出双手，希望某些善良人士愿意施

舍。无论他收到什么，他都以感恩之心领受，因他知道自己

是个乞丐，不配任何人的施舍。这些恰恰描绘出罪人的心！ 

 

待续 – (03/11) 

 

主内郭全佑牧师 

 

 

 

每个信徒都会受苦 
-马太福音 5:1-12 

 

简介 – 
 

当神将我们从罪恶与死亡中拯救出来，祂可以即时把我们接

回天家。所有信徒都在基督里得了丰盛，完美无缺，因此，

作为圣洁的公民实在是配得进入天堂的。但神并没有这样

做。大多数的信徒在蒙恩得赎之后仍然存留在这以撒但为世

界的神（参哥林多后书 4:4）的地上。有些人得救之后只存

留了数小时，正如那在基督旁边的犯人，与祂将同钉十架的

当儿，接受基督为救主。这犯人进入乐园之前，只对一人传

讲了一堂信息。相反的，另一些人好像耶利米与以赛亚，他

们得救之后一生服事神，历尽数十年完成事工才荣耀蒙召归

天家！ 
 

在这世上，每个人都在受苦，这是观察得到的事实。这是因

为罪。在罪发生之前，这个世界是无害与安全的。没有任何

疾病或死亡。肯定没有邪恶的人直到罪的降临。打从罪进入

这个世界的那一刻起，受苦受难是人类生存的一部分。凡人

以必死的肉身生活在世上，是无法摆脱痛苦的。那么，在世

上服事神的儿女，又是怎么样的呢？他们是否也会像其他人

一样受苦受难？侵袭世人的苦难与病害，他们能否幸免？圣

经是如何教导关于信徒为服事主所受的苦难？ 
 

待续 -- 第 9 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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